
讲政治抓落实求突破提士气
全力推动省委市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新闻
热线

资阳网 资阳日报微信

权威深度
责任民生

中共资阳市委机关报
资阳日报社出版

2018年10月11日 农历戊戌年九月初三 星期四 今日8版 国内统一刊号CN51-0036 第6455期 值班副总编辑 李必泽资阳网: www.zyrb.com.cn

新闻热线 028—26656119 行风监督电话 028—26655886
广告热线 028—26655858 E-mail:bjzx330@163.com

官方微信 sczyrb
官方微博 腾讯/新浪@资阳日报

本期责编易啸涛谭小华 编辑伍晓玉 版式邹洪波 常年法律顾问敖翔
地址资阳市雁江区娇子大道二段597号 邮编 641300 零售价 1.50元

本报讯（记者 何柳）10月 10日，市委副
书记、代市长吴旭在京拜会水利部规计司司
长石春先、副司长乔建华，汇报毗河供水二期
工程工作，积极争取国家部委支持和帮助，市
委副书记段再青一同拜会。

座谈会上，段再青汇报了毗河供水工程
有关情况。毗河供水一期工程自2015年4月
全面开工建设以来，各项工程建设进展顺利，
预计2019年完成全部建设任务，实现通水灌
溉目标。同时，毗河供水二期工程前期工作
正有力有序推进，争取尽快上马，彻底解决川
中老旱区的资源性缺水问题。

吴旭说，毗河供水工程是旱区群众期盼
了半个世纪的民生工程，上马建设毗河供水
二期工程，对于发挥毗河供水工程引、调、蓄
作用，实现工程最大效益十分迫切和必要。
恳请水利部给予资阳更多的支持和指导帮
助，推动二期工程早日建成投用，彻底解决灌
区干旱缺水、靠天吃饭的现状。

石春先对资阳扎实推进毗河供水一期工
程建设表示肯定，希望资阳立足长远，做实做
细做透毗河供水二期工程前期工作，进一步
加强对工程建设的研究论证，科学合理制定
建设方案，为工程尽快上马打下坚实基础，解
决好旱区群众缺水问题，向群众交上一份满
意的答卷。

当日下午，吴旭一行还拜会了国家发改
委农经司司长吴晓和外资司副司长张志青。

省水利厅副厅长张强言参加拜会，副市
长周月霞陪同拜会。

安岳亮金字招牌造千亿柠檬产业

随着安岳柠檬品牌价
值持续提升、质量稳定
提高，9月，中国柠檬之

都——安岳县，接连召开了中
国（安岳）柠檬产业发展大会、
国际柠檬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业界专家纷纷到安岳调研，围
绕安岳柠檬发展现状、质量安
全、绿色防控、市场拓展等各个
环节进行深层次探讨，为安岳
柠檬产业发展建言献策。一个
个力度空前的盛会和研讨活
动，为广大柠檬从业者注入了
“兴奋剂”，强化了安岳持之以
恒、做大做强柠檬产业的信心
和决心。当前，全县上下正擦亮
“安岳柠檬”金字招牌，以打造
千亿柠檬产业为目标，进一步
拓展精深加工产业、着力提升
柠檬附加值。

□ 周金泉 陶俊伶吴双桂

柠檬分拣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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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

抓好宪法学习宣传贯彻实施

市四届人大常委会
召开第41次主任会议

王荣木主持

高峰论坛
专家建言献策

柠檬全身都是宝，从柠檬皮、柠檬
汁到柠檬果肉，都含有大量对人体有益
的营养成份。

近年来，安岳县委、县政府高度重
视柠檬产业发展，大力实施基地拓展、企

业带动、品牌建设、科技提升、文化助推
五大工程，围绕构建全国柠檬生产、加
工、营销、研发、文化五大中心，取得了显
著成效。安岳迄今已建成柠檬基地乡镇
41个，有果农11万户33万余人，柠檬保
存面积 54万亩，柠檬鲜果产量达 60万
吨，产值102.4亿元，柠檬果农人均纯收
入已达到 12708元。“安岳柠檬”无论是
种植规模、产量还是市场占有率均占全
国80%以上，品牌价值达173亿元，安岳
县是全国唯一的柠檬商品生产基地县，
被誉为“中国柠檬之都”。

在 9月举行的峰会上，西南大学教
授曾明介绍了安岳柠檬在全球柠檬产
业中的突出地位，为安岳柠檬产业的发
展提出了指导意见。他说：“尽管我国
柠檬加工比例整体偏少，但安岳柠檬总
能走在产业发展的最前沿。据统计，安
岳现有柠檬加工企业 27 个，年加工能
力 30万吨。由柠檬鲜果派生出的加工
链有柠檬油、柠檬果胶、柠檬发酵果酒
果醋、柠檬茶、柠檬面膜、柠檬干片、柠
檬饮料等系列产品 18大类 39个品种，
年加工产值达30亿元以上。”

“目前，安岳缺乏真正有实力、有渠
道、带动辐射面广的农业龙头企业，在
产业链的建设上还有待提升。”《南方农
村报》农产品智库首席策划师黄帼蓉建
议，政府应该承担主导作用，组建龙头
企业经营主体，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鼓励龙头企业以多种利益联结方式带
动基地和农户。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鼓励企业积极引进新技术、新品种、新
工艺、新设备。实行“公司+基地”“公
司+基地+农户”“订单农业”等形式，通
过龙头企业或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生
产、加工、流通领域全面实施农业标准，

引导农产品市场向区域化、规模化、专
业化方向发展。

此外，中国农科院柑桔研究所研究
员焦必宁介绍了安岳柠檬在质量安全管
控方面取得的成效，认为10余年来安岳
柠檬未出现一例质量安全问题，得益于
安全监管制度的严格落实；西南大学教
授刘怀站在病虫害生态防控的角度，对
安岳柠檬进一步做好风险防控、筑牢食
品安全基石，进行了深入的阐述；来自澳
大利亚的专家肯·查德就开发新产品、延
长加工链条进行了发言，对国外柠檬酿
造技术作了介绍，为安岳柠檬新产品的
开发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积极作为
业界信心满满

9月26日，安岳县天创柠檬专业合
作社股东明灿，正在柠檬园指挥工人修
枝、打药。“今年，我们500多亩柠檬园预
计产出套袋果120—130万斤、青果60—
80万斤，比去年略好。”明灿说，安岳9月
召开的两个峰会增强了他们发展柠檬产
业的信心，“我们现在就想联系一些销售
体系比较成熟的大型经销商。他们在资
金、销售等方面都比较有实力，采摘量很
大，像我们的果园一般一两次就可以把
大大小小的柠檬全部采摘完！”

华通柠檬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李
峻峰满怀激情地参加了两个峰会。“有
幸参加这两个峰会，增添了信心。”李峻
峰说，“9月6日，在安岳举行的中国（安
岳）柠檬产业发展大会，更多地倾向于
种植端的情况，对柠檬的标准种植进行
了宣讲，对病虫害防治进行了部署。这
很好！作为龙头企业，我们更担心的是

产业资源，没有了产业资源，整个柠檬
产业链上所有的产品都是说起耍！”

9月26日，李峻峰刚与一个湖北客
商进行了洽谈，这位湖北客商希望担任
华通柠檬系列产品在湖北、湖南、江西
的总代理。李峻峰表示，华通公司将继
续致力于柠檬的精深加工和自营出
口。他认为，安岳柠檬除鲜销外，还有
30%的加工果，若将这些加工果全部变
成商品，就能为种植户增收创造更多的
机会。“因此，安岳柠檬必须通过品牌运
营，实现国际化。虽然，安岳柠檬目前
也在出口，但都是通过第三方出口。”李
峻峰说，“从今年 10 月开始，我们公司
就能实现自营出口，出口到新加坡、马
来西亚、日本、韩国和俄罗斯。这源自
对加工产品的开发，传统的柠檬加工品
以茶饮为主，复购率低；但是我们推出
了酸酸甜甜的柠檬即食片，一方面满足
了人们的口感，一方面延长了消费时间
和产业链条。”

务实举措
擦亮金字招牌

当前，安岳正把发展柠檬产业作为
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紧紧围绕

“建基地、创品牌、搞加工”发展方向，着
力推进柠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把

“安岳柠檬”这块金字招牌守好、擦亮，
努力把安岳柠檬产业打造成为富民强
县的“千亿产业”。为此，安岳已拿出了
一个个环环相扣的务实之举。

——实施优新品种示范、标准化示
范、产业融合示范、绿色生态示范等“四
大示范工程”，全力补齐柠檬种植基地
建设短板。（下转二版）

本报讯（记者 李建根）10月10日，
市四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专
题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学习宣传贯彻实
施宪法情况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党组
书记、主任王荣木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
要坚持尊宪崇宪，充分发挥人大学习宣
传贯彻实施宪法的带头和表率作用，坚
持把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落实到人大
依法履职各方面、全过程。要坚持学宪
用宪，大力实施常委会组成人员会前学
法、机关干部“一月一学法”重点学法、
人大代表集中学法“三大学法计划”，把
依宪用宪贯穿工作始终。要坚持护宪
维宪，稳步推进我市地方立法，大力促

进依法行政，推动“两院”公正司法，不
断提升备案审查质量，保证宪法法律得
到有效贯彻实施。要加强组织领导，将
宪法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摆在人
大工作重要位置，坚持问题导向，切实
提升工作实效，推动宪法学习宣传贯彻
实施不断向前。

会议还研究了市人大常委会党组
关于进一步健全向市委请示报告制度
的实施办法，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依
法治市工作情况报告等相关事项。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
任文岳，副主任陈鸿、雷明、吴水波出
席会议，副主任、民革资阳市委主委王
存志列席会议。

本报讯（记者 李建根）10月10日，
市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 41 次主任
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主持
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文岳、王
存志、陈鸿、雷明、吴水波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市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工作会议精神，就开展扶贫移民
和卫生工作评议作出部署。会议听取
和讨论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
于检查《四川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贯

彻实施情况的报告、《资阳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对市人大常委会
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述职测
评的试行办法（草案）》、《资阳市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办法

（修订草案）》、《资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
大会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草
案）》，同意将以上议案按程序提交市四
届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审议表决。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报讯（记者 李远雄）为深入贯
彻落实市委实施环境立市战略部署要
求，近段时间以来，市政府办公室积极
发挥牵头作用，持续优化政务服务环
境，全力助推成渝门户枢纽、临空新兴
城市加快建设。

持续深化行政审批改革，制定《资
阳市加快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工作
方案》，全面探索“最多跑一次”改革，
努力破解审批难题。不断优化项目审
批服务机制，落实全程代办制度，细化
代办台账，对每个重点项目都明确牵
头领导、责任人和代办人员，先后组织
召开重点投资项目全程代办协调会和

项目审批推进会，协助项目业主解决
审批过程的难题，疏通堵点。截至 8
月底，综合窗口受理审批件 1773件，办
结 1704 件，总体提速 55.29%。加快推
进“一网通办”，大力推进政府信息资
源共享交换平台建设，让“数据多跑
路、群众少跑腿”，实现线上线下政务
服务无缝对接。持续开展“减证便民”
行动，提请市政府取消村（社区）证明
事项 136 项，仅保留 10 项；清理出市、
县、乡要求办事群众提供的证明事项
360 项，拟保留 153 项、取消 207 项；清
理出向办事群众出具的证明事项 123
项，拟保留 36项、取消 87项，并报省政

府审批。
严格规范执法行为，全面清理涉

及生态文明、环境保护、“放管服”改
革的规范性文件。加大执法培训力
度，组织全市行政执法人员开展公共
法律网络在线培训。严格执行《四川
省 重 大 行 政 处 罚 行 政 强 制 备 案 规
定》，开展“两法衔接”专项督导检查
和行政处罚案卷评查工作，严格犯罪
案件移送标准，杜绝以罚代法。强化
行政复议应诉工作，目前已受理行政
复议案件 16 件。

完善投诉举报制度，坚持“96960”
投诉电话有诉必接、有接必查、有查必

果、有错必纠，认真落实受理投诉首接
通报和转办制度，24 小时受理群众投
诉举报，依法对破坏经济发展环境的
案件进行查处，对机关效能工作进行
监督检查、构建全方位监督投诉网
络。积极受理“12345”市民热线电话，
实行专人负责办理市长信箱投诉信
件，对反映的问题，积极交办、主动催
办，督促相关部门在规定时限内回应
解决。截至目前，“96960”热线接受电
话咨询 184件，全部有效回复；“12345”
市民热线接受电话共收到各类电话咨
询 2871件，直接回复 1911件，转办 159
件，办结率 95.6%。

市政府办

积极发挥牵头作用持续优化政务环境

新闻集装箱

最高法：确保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执结率达到九成
人民法院将坚决如期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开展涉民生

重点案件集中执行、专项执行，确保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法定期限内实际
执结率达到90％。

我国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稳步推进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10日说，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试点正在稳步推进。目前，住建部已梳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涉及国家层
面 90余部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标准规范，并对第一批 18
部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提出了具体修改建议。

公安部部署重拳打击食品药品农资环境犯罪
公安部 10日在京召开视频会议，部署自即日起，组织全国公安机关

开展为期 3个月的深化打击食品药品农资和环境犯罪行动，突出打击治
理民生领域犯罪问题，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身体健康。

均据新华社


